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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常州璇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打造，是一款以东

方古代神话《西游记》和《封神榜》为背景的大型多人在线的

网络游戏，同时也是国内首款尝试完美融入侏罗纪元素的

游戏。至
!"#$

年
%

月，产品已完成阶段性研发及封测，目前

已进入内测及商业运营阶段。经过对色彩、关卡、环境等反

复精心的处理和技术数值的升级优化，改进后的画面将更

加清新唯美，也更能进一步激发玩家间的交流、互动、交友、

对抗，让玩家更为多维地感受与恐龙为舞的神秘色彩，体味

时空隧道中亦真亦假的梦幻穿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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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种职业选择
#

家族%

盟战斗系统

由常州圣天龙

华盛自主研发，风

格卡通偏写实，是

一款全
&'

回合制

(()*+,

（大型多

人在线角色扮演）

网络游戏。故事以

中国上古神话为基

础，并重新架构了

一条全新的发展脉

络，让玩家在欣赏

中国古代宏伟壮美

景色的同时体验到与众不同的新故事。多样化

的职业让玩家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，且在组队

时也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职业组合。该游戏还

加入了传统回合制游戏中没有的家族、盟战斗

系统。玩家在加入或创建家族、盟以后可进行

一些家族团队的战斗或盟的战斗。今年
&

月和

%

月，该游戏已进行过对外封测，且受到了一

致好评，预计年内将推向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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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首款
$%

在线
&'(

网游

某一天，令人无法置信的宁静与和平突

然降临到曾经充斥着黑暗和混沌的泰莎尼亚

世界，和平势力群卡里布后裔坚信他们是被

选中的族裔，可以在泰坦的帮助下击退混沌

和黑暗，几经战争并取得胜利后，他们开始为

平静的泰莎尼亚世界重新制定新的秩序……

与过去平淡无奇的奇幻类
*+,

（角色扮演）

游戏设置迥然不同，该款游戏是国内首款
&'

在线的
-.,

（集换式卡牌）网络游戏，结合

(()*+, /

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
0

元

素，多种族群聚一起的生活构成了多彩多样

而又充满乐趣的奇幻世界。制作商常州畅游

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由中韩网络游戏开发行业

知名人士郑钟民先生创办，是专业从事精品

网络游戏开发与发行的互动娱乐企业。强大

的韩国技术研发能力，熟稔的运营能力以及

完善精湛的技术支持能力，共同筑起了这部

游戏巨作。 万春萍 徐杨

! ! ! !

这里有各具特色的装饰物，多种

多样的鲜花种子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把花

园搬到自己的手机上，可以随时随地

种花养宠物，可以和好友一起锤鼹鼠，

还可以雇佣好友，完成任务……这款

游戏今年
%

月已上线，以种花养花为

基本功能，配以丰富道具、装饰物的游

戏，就是由领跑中国手机游戏行业的

开发商和运营商之一，常州哈酷那软

件科技有限公司开发。秉承“轻松快乐

玩游戏”的游戏制作理念，哈酷那公司

表示，将长期致力于开发大众游戏玩

家所喜爱的手机游戏精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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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戏产业被誉为
!$

世纪最具发展

潜力的朝阳产业。根据
345

数据显示，

全球网络游戏产业在
!6$!

年的产值将

达
!66

亿美元。因其广阔的发展“钱”景，

游戏产业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新兴

产业门类。在动漫产业中积聚了雄厚基

础的常州，顺势而为，以中韩两国文化部

设立的中韩游戏人才培训基地为支点，

撬动原创游戏产业的发展，努力向中国

游戏产业一线城市的行列攀登。

我国的游戏产业起步于上世纪
76

年代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，游戏产业格局

已经逐渐走向成熟。资料显示，
!6$6

年，

我国网游业产值达
&&6

亿元人民币。业

内预测，预计到
!6$!

年，我国网游产业

产值将突破
886

亿元人民币，加上单机

游戏、手机游戏等各类游戏产品的产值，

中国的游戏产业发展空间巨大。

动漫与游戏，核心都在于文化创意，

彼此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。从动漫作品

改编成游戏，或从游戏改编成动漫作品

是国际上通行的方式。作为首批国家动

画产业基地和国家数字娱乐产业基地，

经过几年的发展，常州集聚了相当规模

的动漫企业，集聚了一大批高端产业人

才，也培育了一批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

力的动漫品牌，让动漫产业投入游戏产

业盈利，也成为常州动漫业发展的必然

需求。常州抓准了这一产业特点，利用游

戏产业与动漫产业的关联度，依托动漫

产业在全国的先发优势，使动漫产业链

向游戏领域延伸。然而，面对优势资源基

本集中在京、粤、沪的产业环境下，常州

如何冲破现有产业架构的樊篱，成长为

中国游戏产业的第四极呢？

或许机会总是特别亲睐有准备的

人。
!667

年的一次机遇，让常州的游戏

产业得以站到巨人的肩膀上。

!669

年
$!

月
!:

日，中国文化部与

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签署了《中韩游戏

产业及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》。
!667

年
%

月
$$

日，两国文化部在常州召开中韩游

戏产业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，并把常州

设立为中韩游戏产业人才培训的国家级

实施主体。在两国文化部的支持下，常州

市人民政府与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签署

了《中韩游戏产业人才培训合作备忘

录》，常州创意产业基地得以依托韩国文

化产业振兴院在游戏人才培训方面的优

势资源，培养专业化、实用型、高素质的

游戏研发人才。

经过前期的精心筹备，
!6$6

年
:

月，培训基地首期培训班正式开班，主要

以游戏美术学员为主。不但聘请了韩国

文化产业振兴院长期从事游戏教育的顶

尖师资，而且引进了韩国政府历时
$6

年

精心打造的顶尖游戏培训教材。经过
9

个月高标准严要求的培训，
!6$6

年
$!

月，首期培训班学员正式结业，全体合格

学员均在常州以及周边城市的网游公司

充分实现就业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首期

学员独立完成的作品还在
!6$6

年中韩

文化部举办的“中韩独立创作游戏招募

展”上获得了游戏图像奖。今年
%

月
&6

日，第二期培训班也已正式开班。

作为国家级游戏人才培训的实训基

地，中韩游戏人才培训基地不仅为常州

培养了高端实用型人才，更重要的是，高

端游戏人才的积累极大地带动了常州本

土游戏产业的发展。从
!6$6

年初至今的

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先后有嘉联互动、

太天网络、畅游网络、璇玑网络、圣天龙

华盛、酷玩乐、同乐、哈酷那等
!6

多家网

络游戏企业争相入驻基地。

为扶持游戏企业的成长，常州市政

府专门制订并实施了《常州市创意产业

基地游戏引导资金申请管理办法》，设

立了游戏企业“销售创效奖”、“游戏服

务外包上规模奖”、“重点网络游戏项目

配套奖”等若干奖项。企业凡做出不同

的贡献、创造不同的业绩，均能得到与

之相应的褒奖；所有入驻基地的企业，

均可在用房、租金、税收等方面享受政

策的优惠。此外，常州创意产业基地还

组建了园区投融资平台，通过政策和市

场机制，吸引社会资本和其他资本进入

游戏产业。

经过一年多的培育，《天命
);

》、

《王者大陆
);

》、《舜命诀
);

》、《达利

特》、《仙尘
);

》、《封印之剑》、《宠物大

战》、《天宫
);

》、《酷玩三国》、《给我炮

炮》、《玉之魂》、《哈酷牧场》等
&6

余款

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新作已经或即将

上线运营。

! ! ! !

今年
:

月已上线，可以两个人一起进行的

“吃虫子比赛”游戏（一个人也可以跟电脑对

战）。游戏双方各控制一只青蛙，当吃掉的虫子

越多，能量累积也就越多，谁先把对手炸掉谁

就赢了。据主创团队———常州哈酷那软件科技

有限公司介绍，《瞪眼青蛙》是
<=>?@A

、
<=?B

C?DE>

上稀有的同机双人对战游戏
F

不仅适合

情侣共玩，还适合陪同老人、孩子利用业余时

间进行轻松对战，是一款可玩性超强的游戏。

! ! !

一款令人休闲的
*+,

网

页游戏，由常州永继网络科技

有限公司
!6#6

年底开始研

发，预计今年
7

月上线。简单

轻松的战斗形式、清晰明确的

任务引导、形式多样的角色养

成，让玩家在以精灵的身份闯

荡世界的同时拥有耳目一新

的感觉。这里，每一个精灵生

活的地方都是美丽而神秘的。

玩家可在体验充满视觉冲击的游戏

画面的同时，听见各特色场景中的

各色声响与音乐，仿佛真正置身于

魔幻的精灵世界中！

! ! ! !

由常州永继网络科技有

限公司于
!669

年
9

月开始

研发，是国内较早的
GHIJ>

大 型 多 人 在 线 横 版 玄 幻

*+,

（角色扮演）无端网游。

主要描述了玩家要在魔王煞

统治的秘境大陆中，寻找散

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神玉碎

片，阻止魔王煞统一人神鬼

三界的故事。在整个游戏的

旅途中，玩家将完成各种武

侠历练，享受顶级视觉大片

体验。其动听的原创音乐、华

丽的战斗效果、曲折的游戏

故事背景，丝毫不逊于有端

网游。特别是战斗中的技能

系统，不论从使用效果还是

表现效果来看，都给玩家超

级震撼的体验。另外还有游

戏的副本系统，里面有大量

的解谜因素包含其中，让玩

家在副本探险的过程中不单

单只有战斗，还有充满乐趣

的需要团队配合的解谜关

卡。自
!667

年初投入市场至

今，累计注册用户已达
!66

多万。
!667

年度曾荣获“金

翎奖”———玩家最喜爱的十

大
KL4,3(L

。

! ! ! !

天剑大陆原本是一块美丽安宁的富饶大陆，由于数千年前

众多上古种族发生统治争夺而陷入混乱的战争中，战争过后一

块大陆分变成众多破碎荒凉的陆地。这些陆地天地自然元素混

乱，地形支离破碎，而生存的资源也变得岌岌可危。千年过后这

些仅存的种族为了抢夺稀有的生存资源而分成了数个阵营，而

其中最强大的两个阵营是仙遗族和唤魔族，他们曾是上古战争

中存活下来的最弱小的人类，也是上古仙族和魔族的战场炮灰，

虽然仙族和魔族已经消失，但是千年的仇恨依然延续……这款

由常州太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《封印之剑》，从人物的举

手投足，到建筑的片砖盖瓦，从阳光透过树叶的光斑到花草上的

瓢虫，每一样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；打斗中的刀光剑影，技能释

放时的流畅和震屏，将高精度的
&'

写实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；

全自由
+M+

战争系统自今年
N

月正式运营以来，更是博得了众

多玩家的喜爱。

常州游戏产业发力前行

《哈酷花园》：打造属于自己的漂亮花园

《瞪眼青蛙》：
同机双人精彩对战

《精灵幻想》：在欧美童话中畅游幻想

《玉之魂》：
中国风的仙侠主题网页游戏

《封印之剑》：不容错过的仙侠网游

'仙尘
!"

&"

穿越侏罗纪!与恐龙为舞

以中韩游戏人才培训基地为载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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